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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腔镜治疗小儿食管裂孔疝的疗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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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探讨腹腔镜治疗小儿食管裂孔疝的有效率、术后并发症及满意度。 方法:回顾分析 2011 年 12 月至 2015

年 12 月收治的食管裂孔疝患儿的临床资料,电话问卷调查术后症状评分、症状复发、术后并发症及满意度情况。 结果:共成功
随访 42 例,其中Ⅰ型食管裂孔疝 31 例,Ⅱ型 2 例,Ⅲ型 6 例,Ⅳ型 3 例。 手术治疗总体有效率为 90. 2% ,术后患者各项症状评

分较治疗前均有显著下降。 症状复发 2 例,解剖复发 3 例。 术后长期并发症发生率为 9. 5% 。 90. 5% 的患儿对治疗效果满意,

9. 5% 感觉一般,无一例不满意。 结论:腹腔镜治疗小儿食管裂孔疝具有微创、复发率低、并发症少、满意度高等优势,经验丰
富、操作熟练的外科医生不仅能降低手术复发率、减少术后并发症,也能提高手术有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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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iveness analysis of laparoscopic treatment of hiatus hernia in children MENG Wen1 ,KANG Chao2 . 1. Zaozhuang Emergency
Command Center,Zaozhuang 277800,China;2. Zaozhuang Maternal and Child Health Hospital

Objective: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iveness,complications and satisfaction of laparoscopic repair for hiatal hernia in

【 Abstract】

children. Methods:The clinical data of the patients who suffered from hiatal hernia and underwent laparoscopic repair between Dec.

2011 and Dec. 2015 were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Postoperative symptom scores,postoperative complications,recurrence rate and satis-

faction were surveyed by phone. Results:Forty-two patients were followed up successfully,with type Ⅰ,Ⅱ,Ⅲ,Ⅳ hiatal hernia in 31,

2,6 and 3 of the cases. The overall improvement rate was 90. 2% . Postoperative symptom scores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Recurrence of
symptoms and anatomy were found in 2 and 3 cases respectively. Incidence of long-term postoperative complications was 9. 5% . Satisfied,general and unsatisfied with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questioned patients accounted for 90. 5% ,9. 5% and 0. Conclusions:The laparoscopic approach for repair of hiatal hernias has advantages in minimally invasion,low recurrence rate,few complications and high sat-

isfaction. Experienced surgeons can not only decrease the recurrence and postoperative complications,but also increase effectiveness of
laparoscopic operations.
【 Key wo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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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管裂孔疝是指食管下段和( 或) 胃底通过食
管裂孔凸入胸腔而引起一系列临床症状的疾病,在
小儿中并不常见

[1]

,临床表现为长期呕吐,可引起

营养不良,严重影响患儿生长发育。 本病一经明确

诊断,应尽早治疗。 早期多采用开放手术,创伤较
大,自 2011 年起我院采用腹腔镜辅助治疗食管裂孔
疝,效果良好,现将体会报道如下。

1

1. 1

资料与方法
临床资料

回顾分析 2011 年 12 月至 2015 年 12 月枣

庄妇幼保健院接受腹腔镜手术治疗的 50 例食管裂孔疝患儿
的临床资料,包括临床表现、年龄、体重、手术时间、并发症及
预后。 患儿临床表现:均有呕吐,呕吐物为胃内容物,常呈喷
射性;伴咳嗽、气喘等呼吸道感染征象 24 例,呕吐咖啡状物
1通讯作者: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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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黑便 22 例;患儿均有不同程度贫血及营养不良情况。 术
前经上消化道造影、胸部 CT 等相关检查,明确诊断食管裂
孔疝。 患儿家属签署手术知情同意书。

1. 2

手术指征

(1) 经 6 周药物治疗症状仍不能改善的滑

动型食管裂孔疝;(2) 较大的滑动型食管裂孔疝( >30% 胃凸

入胸腔) ;(3) 因可能出现的( 或逐渐加重的) 并发症,Ⅱ型、
Ⅲ型、Ⅳ型食管裂孔疝需要手术治疗;(4) 合并其他疾病需
要接受胃造瘘术和( 或) 胃底折叠术。

1. 3

手术方法

均全麻气管插管,采用三孔法施术,患儿取

头高足低位。 于脐窝处穿刺 5 mm Trocar,建立人工气腹,压
力维持在 8 ~ 10 mmHg。 左中腹、右上腹分别穿刺 Trocar,脐

部、右上腹穿刺 Trocar,置入操作器械,左中腹置入腹腔镜。
探查腹腔内是否合并肠旋转不良等畸形,以及膈肌缺损程
度、部位。 用无损伤钳将疝入胸腔的器官还纳腹腔。 切除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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囊,2-0 带圆针 PDS 穿腹壁导入缝针紧缩、修补食管裂孔,线

食管裂孔缺损大小及疝内容物分为四型,其中Ⅰ型

合连续全 层 或 间 断 缝 合 缩 小 食 管 裂 孔, 针 距0. 5 cm, 缘 距

裂孔疝的相关检查主要有上消化道造影、电子内镜、

尾留于腹壁外,以便缝合时提拉牵引。 由左后向右前方向对
0. 5 cm。 将胃底包绕食管下段 360° 对合缝合固定 2 ~ 3 针。
为避免缝合过紧,可在食管内置入 14 号胃管作支撑。

1. 4

术后处理及随访

患儿需于排气后进食。 听诊肠鸣音

活动,术后 1 ~ 2 d 行上消化道造影复查。 电话随访手术前
后症状的发生频率及严重程度,术后并发症手术满意度情
况、问卷详细内容请参阅反流诊断问卷 [2] 。

1. 5 统计学处理 采用 SPSS 17. 0 统计软件。 计量资料以
( x■
±s) 表示,数据前后比较采用配对 t 检验,两组计数资料的
比较采用 χ2 检验,P<0. 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 滑动性) 食管裂孔疝 [3] 高达 95% 。 目前诊断食管
24 h 食管测酸、高分辨率食管测压、胸腹部 CT 检查

等。 本病胸部 X 线摄片及上消化道钡餐造影可见:
(1) 胸腔内有胃泡影而左上腹胃泡影缩小或消失;
(2) 贲门位置向上进入后纵隔或随体位而上下移
动,明确食管裂孔疝类型;可用于鉴别肥厚性幽门狭
窄 [4] 等疾病。 因此, 对于儿童患者 X 线诊断是方
便、经济而有效的方法。

小儿食管裂孔疝传统开腹、开胸手术创伤大,手
术时间长、术中出血多、术后胃肠道功能恢复慢、住

术后随访 1 ~ 5 年,50 例患儿共随访到 42 例,

院时间长、花费高,同时伴有术后并发症,给患儿带

月。 42 例患者中,男 24 例,女 18 例,平均(3. 32 ±0.

治疗 食 管 裂 孔 疝 因 中 转 开 腹 率 低 ( 文 献 报 道 在

失访 8 例,失访率 16% ,平均随访(38. 42±24. 45) 个

来极大伤害。 随着小儿腹腔镜技术的进步,腹腔镜

34) 岁。 临床分型:Ⅰ型( 滑动型)31 例,Ⅱ型( 食管

3% [5] 以下) ,且可获得与传统开胸、开腹手术相同

脏器疝入胸腔)3 例。 术后总有效率为90. 2% ,消化

术、胃底折叠术已被认为是治疗的金标准术式 [7-8] ;

旁型)2 例,Ⅲ型( 混合型)6 例,Ⅳ型( 合并其他腹腔
道症状有效率为 95. 8% ,呼吸道症状有效率为 83.

的治疗效果 [6] ,目前在国外腹腔镜食管裂孔疝修补
因此腹腔镜手术已逐渐取代开腹手术,成为治疗食

5% ,患者各项症状评分均较术前显著下降( 图 1) 。

管裂孔疝的主要方法。 因为食管裂孔疝通常伴有食

经二次腹腔镜手术纠正并取得良好效果。 不同程度

厥等;在一项对 118 例婴幼儿采用保守治疗长达 20

术后发生长期并发症 4 例,总体发生率为 9. 5% ,表

食管裂孔疝持续到成年,而 24 例食管裂孔疝患儿接

泻 1 例(2. 4% ) 、腹痛 2 例(4. 8% ) 。 吞咽困难通过

例患儿成年后痊愈 [9] 。 因此完善的术前评估、严格

泻、腹痛等症状经改善胃肠动力、调节肠道菌群等治

科胃肠内镜外科协会指南确定的适应证与手术禁忌

疗后均好转。 随访患者及家属对本次手术治疗效果

证筛选患儿,并得到患儿及家属的知情同意。

本研究中解剖复发 3 例,表现为部分胃底疝入纵隔,

管反流症状,导致顽固性咳嗽、憋喘,严重时导致晕

的症状复发 2 例,经生活方式调节或保守治疗缓解。

~ 40 年的婴幼儿到成年随访的研究中,53% 的患儿

现为吞咽困难 3 例(7. 1% ) 、腹胀 2 例(4. 8% ) 、腹
饮食指导、心理疏导后症状减轻或缓解。 腹胀、腹

进行评价,满意 38 例(90. 5% ) ,一般 4 例(9. 5% ) ,
无一例不满意。

受手术,采用上消化道造影随访至成年的病例中,17

把握手术适应证是有必要的。 本文严格依据美国外

腹腔镜下治疗食管裂孔疝不仅应行食管裂孔修
补,而且因此病通常伴有下食管括约肌压力降低,因
此完成食管裂孔修补术后应加做胃底折叠术,发挥
抗反流的作用 [10] 。 腹腔镜下食管裂孔修补、胃底折
叠术作为治疗食管裂孔疝的关键步骤,术后可能并
发吞咽困难、气胀综合征、腹痛、腹泻等;短期吞咽困
难可能与术后胃食管连接部水肿或血肿有关,经非
手术治疗,如进行抑酸、增加胃动力及对症治疗后通
常于术后 1 ~ 2 个月缓解,长期吞咽困难的发生率在

3

图1

讨

患者术前及术后长期随访症状评分

论

食管裂孔疝是良性疾病,临床表现虽复杂多样,

涉及到多学科症状,但最主要的特点是并发胃食管
反流。 其发病率随年龄增长而增加;目前临床依据

2% ~ 31% ,一般由于食管裂孔关闭过紧或胃底折叠
术食管下端胃底包绕过紧及术后食管周围瘢痕组织
形成引起,部分患者可经内镜下行狭窄段扩张术,部
分严重患者则需再次手术治疗,如狭窄段食管切除、
食管胃吻合术 [11-12] 。 本研究中,仅 3 例患儿出现短
期的吞咽困难,发生率 7. 1% ,经生活调节均得到明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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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缓解。 为避免吞咽困难的发生,术中修补食管裂

注意辨认,勿造成意外脏器损伤;修补时保持裂孔适

孔时避免缝合过紧,胃底包绕食管下段可依据术中

当宽松。 研究表明,通过应用悬吊技术、变换体位等

情况“ 量体裁衣” ,如将胃底自食管后方向前包裹食
管 270°、胃底翻转至食管前方 180°或胃底部折叠在

食管下端完成胃底对食管的 240° 包绕等。 研究表

措施,可最大限度地建立操作空间,降低操作难度,
因此经验丰富、操作熟练的外科医生不仅能降低手
术复发率,减少术后并发症,也能提高手术有效率。

明,术中使用探条会影响膈肌脚缝合、补片的放置,

本次随访发现,腹腔镜治疗小儿食管裂孔疝具

为避免缝合或包裹过紧,我们建议可于折叠术中患

有微创、复发率低、并发症少、满意度高等优势,今后

儿食管内留置 14F 胃管支撑,如感觉不满意,缝合术
后可行探条扩张,以降低吞咽困难的发生率。 经长
期数据随访,我院 90. 5% 的患儿家属对手术疗效满

可在临床中广泛推广应用。 我们将不断延长随访时
间,累积更多的随访病例,以探讨腹腔镜食管裂孔疝
修补术的长期疗效。 期待在新技术、新材料及手术

意,无不满意病例。 此外,对于术者的手术操作技术

经验积累的推动下,能进一步降低操作难度、并发症

也有一定的要求,操作应轻柔,打结时避免太紧防止

发生率及复发率,大大提高治愈率。

肌纤维断裂而复发。 因小儿食管细小,术中应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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